
裝 聖經(86次)

新約(26次)
福音書(17)
歷史書(0)
保羅書信(9)

馬太福音(6) 馬可福音(5) 路加福音(5) 約翰福音(1)
使徒行傳(0)
羅馬書(1) 哥林多前書(1) 哥林多後書(3) 加拉太書(2) 以弗所書(2) 腓立比書(0) 歌羅西書(0) 帖
撒羅尼迦前書(0) 帖撒羅尼迦後書(0) 提摩太前書(0) 提摩太後書(0) 提多書(0) 腓利門書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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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書信(0) 希伯來書(0) 雅各書(0) 彼得前書(0) 彼得後書(0) 約翰壹書(0) 約翰贰書(0) 約翰叁書(0) 猶大
書(0)
啟示錄(0)

律法書(9)
歷史書(37)

預言書(0)

約書亞記(1) 士師記(0) 路得記(0) 撒母耳記上(10) 撒母耳記下(4) 列王記上(9) 列王記下(4) 歷
代志上(2) 歷代志下(7) 以斯拉記(0) 尼希米記(0) 以斯帖記(0)

創世紀(4) 出埃及記(2) 利未記(0) 民數記(0) 申命記(3)
舊約(60次)

以賽亞書(2) 耶利米書(1) 耶利米哀歌(0) 以西結書(3) 但以理書(1)
小先知書(2) 何西阿書(0) 約珥書(0) 阿摩司書(1) 俄巴底亞書(0) 約拿書(0) 彌迦書(0) 那鴻書(0) 哈巴穀

書(0) 西番雅書(0) 哈該書(1) 撒迦利亞書(0) 瑪拉基書(0)

大先知書(7)
詩歌智慧書(5) 約伯記(1) 詩篇(2) 箴言(2) 傳道書(0) 雅歌(0)

創42: 7 卻~作生人、向他們說些嚴厲
42:25 吩咐人把糧食~滿他們的器具
44: 1 把糧食~滿這些人的口袋、儘
44: 2 一同~在他的口袋裏．家宰就
出29: 3 這餅要~在一個筐子裏、連筐
29:23 從耶和華面前~無酵餅的筐子
申 6:11 ~滿各樣美物、非你所裝滿的
 6:11 非你所~滿的．有鑿成的水井
23:24 葡萄、只是不可~在器皿中。
書 8:15 和以色列眾人在他們面前~敗
撒上 6: 8 將所獻賠罪的金物~在匣子裏

 6:11 和~金老鼠並金痔瘡像的匣子
 6:15 和~金物的匣子拿下來放在大
17:54 卻將他軍~放在自己的帳棚裏
19:13 頭枕在山羊毛~的枕頭上、用
19:16 頭枕在山羊毛~的枕頭上。
21:13 在他們手下假~瘋癲、在城門
28: 8 於是掃羅改了~、穿上別的衣
31: 9 剝了他的軍~、打發人到非利
31:10 又將掃羅的軍~放在亞斯他錄

撒下13: 5 你不如躺在床上~病．你父親
13: 6 於是暗嫩躺臥~病．王來看他
14: 2 請你假~居喪的、穿上孝衣、
14: 2 要~作為死者許久悲哀的婦人

王上 7:17 柱頂上有~修的網子、和擰成
10: 5 以及他們的衣服~飾、和酒政
10: 5 和酒政的衣服~飾、又見他上
10:22 ~載金銀、象牙、猿猴、孔雀
14: 2 你可以起來改~、使人不知道
14: 5 來的時候、必~作別的婦人。
14: 6 你為何~作別的婦人呢．我奉
22:30 我要改~上陣．你可以仍穿王
22:30 王服．以色列王就改~上陣。

王下 2:20 你們拿一個新瓶來~鹽給我、
 4:42 ~在口袋裏、送給神人．神人
 5:23 二他連得銀子~在兩個口袋裏
10: 7 將首級~在筐裏、送到耶斯列

代上10: 9 就剝了他的軍~、割下他的首
10:10 又將掃羅的軍~放在他們神的

代下 3: 6 又用寶石~飾殿牆、使殿華美
 9: 4 以及他們的衣服~飾、酒政和
 9: 4 酒政和酒政的衣服~飾、又見

 9:21 他施船隻三年一次~載金、銀
18:29 我要改~上陣．你可以仍穿王
18:29 於是以色列王改~、他們就上
35:22 改~要與他打仗、不聽從　神
伯 3:15 將銀子~滿了房屋的王子、一
詩34: 1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~瘋、被
56: 8 求你把我眼淚~在你的皮袋裏
箴 1:13 寶物、將所擄來的~滿房屋．
13: 7 ~作窮乏的、卻廣有財物。
賽63: 1 ~扮華美、能力廣大、大步行
63: 2 你的~扮為何有紅色、你的衣
耶 4:30 佩戴黃金~飾、用顏料修飾眼
結 4: 9 ~在一個器皿中、用以為自己
24: 4 中．拿美好的骨頭把鍋~滿。
27:24 ~在香柏木的箱子裏、用繩捆
但11:13 率領大軍、帶極多的軍~來。
摩 2:13 如同~滿禾捆的車壓物一樣。
該 1: 6 的、將工錢~在破漏的囊中。
太 9:17 也沒有人把新酒~在舊皮袋裏
 9:17 惟獨把新酒~在新皮袋裏、兩
14:20 拾起來、~滿了十二個籃子。
15:37 下的零碎、~滿了七個筐子。
23:27 裏面卻~滿了死人的骨頭、和
23:28 裏面卻~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
可 2:22 也沒有人把新酒~在舊皮袋裏
 2:22 了．惟把新酒~在新皮袋裏。
 6:43 拾起來、~滿了十二個籃子。
 8:19 ~滿了多少籃子呢．他們說、
 8:20 ~滿了多少筐子呢．他們說、
路 5: 7 他們就來把魚~滿了兩隻船、
 5:37 也沒有人把新酒~在舊皮袋裏
 5:38 但新酒必須~在新皮袋裏。
 9:17 收拾起來、~滿了十二籃子。
20:20 打發奸細~作好人、要在他的
約 6:13 拾起來、~滿了十二個籃子。
羅 1:29 ~滿了各樣不義、邪惡、貪婪
林前12:24 自然用不著~飾．但　神配搭
林後11:13 詭詐、~作基督使徒的模樣。

11:14 因為連撒但也~作光明的天使
11:15 若~作仁義的差役、也不算希
加 2:13 也都隨著他~假．甚至連巴拿
 2:13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~假。

弗 6:11 要穿戴　神所賜的全副軍~、
 6:13 以要拿起　神所賜的全副軍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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